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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科教学迎评促建工作 2019 年工作任务进度

及 10 月份具体任务进度安排的通知

各专项工作组、各教学单位、各部门：

根据《关于印发<山西传媒学院关于开展本科教学工作

合格评估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山传院发〔2019〕21 号）

的要求和学校评建工作进展情况实际，现将 2019 年工作任

务进度及 10 月份具体任务进度安排如下：

一、工作目标

1.依据合格评估范围和工作要点，按照学校统一规范和

要求，制定自查自建工作实施方案。

2.对照评估指标体系标准，深入开展自查自建工作，全

面检查本科教学工作状态，摸清家底，找准差距，明确目标，

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工作薄弱环节的建设，限期整改建设

达标。

3.在本阶段结束时开展校内自评，对本阶段工作进行验

收性评估。

二、工作任务

1.各教学单位、各部门制定自查自建工作实施方案，细

化自查自建工作任务，各自召开推进工作会议，动员布置自

查自建工作。

2.各教学单位、各部门对照评估指标体系，对本单位本

科教学工作及教学管理档案进行全面自查、自评，收集、整

理 2017、2018、2019 年度教学基本状态数据资料，认真摸

清工作现状，总结特色亮点，查找问题不足，落实各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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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3.各教学单位按照要求整理教学管理文件，如专业建设

规划、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实验教学大纲、教案、教

学周历、学生成绩、仪器设备使用记录等相关材料；按照教

务处制定的命题、评卷规范逐页检查 2018-2019 学年所有课

程的试卷；按照教务处制定的毕业论文（设计）规范检查

2018-2019 学年的毕业论文（设计）。

4.各教学单位、各部门认真总结自查情况，提出具体而

有针对性的建设和整改方案，形成各教学单位、各部门的自

查自建报告。

5.各单位对自查自建中确定的特色，制定培育方案，积

极进行提炼和培育，形成特色材料。

6.教务处牵头完成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填

报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的报送，形成《2019 年

度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年度分析报告》。

7.宣传部利用广播、校报、宣传栏、网络等宣传舆论阵

地，做好全面宣传评建工作，发动全校师生投身于迎评促建

活动。宣传部牵头完成山西传媒学院宣传片和宣传册脚本的

编写。

8.评建办公室根据各教学单位、各部门自查自建报告中

的存在问题和整改方案，督促限期完成整改任务，配合各专

项组开展各专项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并进行

整改和建设使其达到合格要求。

三、工作要求

1.各教学单位、各部门要认真研读评估指标体系，准确

理解和把握内涵要求，根据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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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关于评建任务的分工，开展部门自查自评，按规定时

间和要求完成相关任务。

2.明确材料提交要求。需要提交的有关材料，纸质版必

须由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同时将电子版发往评建办电子邮

箱。表格类材料按评建办提供的模板填写，样表模板在学校

官网下载。

3.评建办和各专项工作组按照评估要求，对各部门提交

的材料进行审查，对存在问题，需要整改的材料，向责任部

门签发整改清单，由专项工作组，组织整改，并按时交回整

改材料。

4.各部门，特别是教学单位、学生管理部门要突出特色

和亮点工作材料的整理。

评建材料下载路径：学校官网主页专题专栏——本科教

学工作合格评估专题网——下载中心

评建办邮箱地址：1814304909@qq.com

评建办电话：（0351）2772022

附件一：《山西传媒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2019

年工作任务和进度一览表》

附件二：《山西传媒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10 月

工作任务和进度一览表》（附表 1-5）

评 建 办

2019 年 10 月 11 日



附件一：

山西传媒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2019 年工作任务和进度一览表
具体时间 工作内容 基本任务 牵头部门 牵头人 责任部门

第一阶段：迎评动员阶段（全面动员、深入学习、明确任务）

3 月 25日
召开全校评建工作动员

会。

正式启动评建工作，深刻认识评估重要意义，明确

评建目标任务，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积极性，开

展迎评促建。

教务处 魏晓军 教务处

4 月 18日

印发《山西传媒学院关

于开展本科教学工作合

格评估的实施方案》。

结合评估指标，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和措施。成立

学校评建组织机构，明确各专项组的人员构成、组

织分工和工作职责。

教务处 魏晓军 教务处

5 月 9日-
5 月 27日

聘请校外专家来校指导

评建工作。

听取山东交通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专家关于

评建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务处 魏晓军 教务处

9 月 3日
召开评建办第一次工作

会议。

评建办成员深入学习有关评估文件，研讨学校评建

工作任务和进度。
评建办 夏东锋 评建办

9 月 4日
评建办基本办公条件配

置。
落实办公地点、办公家具、办公设备、办公用品等。 评建办 夏东锋

后勤处

资产处

9 月 4日 建立评建专题网站。 设计评建专题网站栏目，启动网站建设。 评建办 夏东锋
宣传部

评建办

9 月 19日
召开新学年评建工作第

一次推进会议。

布置学校评建工作任务，二级学院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评建办全体人员参加。
评建办 夏东锋 评建办

9 月 20日

编印下发《山西传媒学

院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工

作学习手册》（第一册）

宣传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相关政策，帮助教职

员工，进一步学习了解评估的目的意义，熟悉评估

指标体系及相关内容。

评建办 夏东锋 评建办



9 月 27日

组织评建办人员到太原

工业学院和山西工商学

院调研，形成调研报告。

学习借鉴兄弟院校评建工作经验，推进学校评建工

作。
评建办 夏东锋 评建办

9 月 30日
召开评建办第二次工作

会议。

讨论学校评建工作任务和进度，制定第二阶段任务

进度。
评建办 夏东锋 评建办

第二阶段：自查自建阶段（2019 年 10 月-2019 年 12 月）（制定方案、自查自建、校内自评）

10月18日前

制定自查自建工作实施

方案。
制定自查自建工作实施方案，细化自查自建工作任

务，动员布置自查自建工作。
评建办 夏东锋

各教学单

位、各部门

10月31日前
收集整理近三学年教学

基本状态数据资料。

收集、整理 2017、2018、2019 年度高等教育质量

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资料，并撰写数据分析报

告。

教务处 魏晓军
各教学单

位、各部门

10月31日前
校外专家对学校整体情

况进行初次会诊。

邀请专家对学校评估指标达标情况进行初次评估，

检查各教学单位各单位基本材料，听课，座谈。
评建办 夏东锋

各教学单

位、各部门

11月22日前
开展校内自查自评自

建。

对照评估指标体系，对本单位本科教学工作及教学

管理档案进行全面自查、自评、自建。 评建办 夏东锋
各教学单

位、各部门

11月29日前
形成自查自建报告，提

出建设和整改方案。

认真总结自查情况，提出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建设和

整改方案，形成自查自建报告。
评建办 夏东锋

各教学单

位、各部门

11月29日前

对自查自建中确定的特

色，制定培育方案，形

成特色材料。

针对自查自建中确定的特色，制定培育方案，积极

进行提炼和培育，形成特色材料。
评建办 夏东锋

各教学单

位、各部门

11月29日前
按照学校要求整理教学

管理文件。

整理教学管理文件并编目装盒，如专业建设规划、

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实验教学大纲、教案教

学、周历、学生成绩、仪器设备使用记录等相关材

教务处 魏晓军
各教学、教

辅单位



料 。按照教务处制定的命题，评卷规范逐页检查

2018-2019学年所有课程的试卷，并整理存放。按

照教务处制定的毕业论文(设计)，规范整理近

2018-2019学年的毕业论文（设计）。

11月29日前

完成本科教学工作合格

评估校级支撑材料目

录。

根据自查自建情况，针对评估指标体系形成各教学

单位、各部门支撑材料目录，交由专项工作组形成

专项支撑材料目录，交评建办，组织召开专项工作

组会议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学校支撑材料目录。

评建办 夏东锋
各教学单

位、各部门

11月29日前
完成高等教育质量检测

数据采集。

完成高等教育质量检测国家数据平台填报和《教学

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 教务处 魏晓军
各教学单

位、各部门

12月15日前 加强学校制度建设。
根据支撑材料目录，制定应有而尚未建立的规章制

度，完善已有而不尽符合评估要求的制度。
院办 董国斌 各单位

12月15日前 加强教学制度建设。
根据支撑材料目录，制定应有而尚未建立的规章制

度，完善已有而不尽符合评估要求的制度。
教务处 魏晓军 教务处

12月15日前
加强各单位日常制度建

设。

根据支撑材料目录，制定应有而尚未建立的规章制

度，完善已有而不尽符合评估要求的制度。
各单位

各单位

负责人
各单位

12月30日前

加强迎评宣传，完成宣

传片和宣传册脚本的编

写。

利用广播、校报、宣传栏、网络等宣传舆论阵地，

做好全面宣传评建工作，发动全校师生投身于迎评

促建活动，营造评建氛围。完成山西传媒学院宣传

片和宣传册脚本的编写。

宣传部 赵海涛
宣传部、各

部门

12月30日前

督促指导开展各专项评

估，并配合落实整改任

务。

根据各教学单位、各部门自查自建报告中存在的问

题和整改方案，督促期限完成整改任务，配合各专

项组开展各专项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

节，并进行整改和建设使其达到合格要求。

评建办 夏东锋 评建办



附件二：

山西传媒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10 月工作任务和进度一览表

具体时间 工作内容 基本任务 牵头部门 牵头人 责任部门

10月 12日 建立评建工作例会制度

每月召开一次评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参加人员为全体

校领导和各部门、各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每两周召开

一次评建专项工作组会议，参加人员为评建办主任、副

主任、各专项工作组副组长及成员单位负责人；每周召

开一次评建办工作例会，参加人员为评建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评建办专职工作人员。

评建办 夏东锋 评建办

10月 14日
各部门、各教学单位成立

评建工作小组

各部门、各教学单位成立评建工作小组，填写《各部门

评建工作小组基本信息表》（附表 1），报评建办备案。

工作小组组长必须由各部门、各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担

任。

评建办 夏东锋 各单位

10月 18日 制定常态化学习培训计划

组织开展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评建工作培训，每月一

次，列出培训计划表。各部门，各教学单位也可根据需

求申请组织评建专题调研、学习、培训，报请评建办审

批，费用由评建专项经费统一列支。结束后一周内提交

调研报告。

评建办 夏东锋 评建办

10月 18日

各部门、各教学单位制订

出本部门自查自建工作实

施方案，确定工作目标，

列出任务清单

各部门、各教学单位制订出本部门自查自建工作实施方

案，分解任务，做出任务清单和工作目标，形成《各部

门自查任务分解表》（附表 2）。任务要细化要求，责

任到人，按时报评建办公室。

评建办 夏东锋 各单位



10月 25日
提供最新的观测点相关数

据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和《监测办学

条件指标》，各部门提供最新的各观测点相关数据给数

据材料工作组，由数据材料工作组负责整理汇总，形成

《主要数据指标情况表》（附表 3），并提交数据分析

报告（重点对不达标项原因进行具体分析），交评建办。

数据材料

工作组
覃晓燕 各单位

10月 25日

各部门和各教学单位形成

摸底自查自检报告和支撑

材料目录

各部门和各教学单位要对照评估指标，逐条解析，通过

自查分析已有相关成果和准备建设的目标，形成《各部

门自查自检报告》和《各部门自查支撑材料目录单》（附

表 4），交各专项工作组审核。各专项工作组根据观测

点要求，汇总整理修改，形成各《专项工作组自查自建

报告》和《专项工作组支撑材料目录》，交评建办。

各专项

工作组

各专项

工作组

副组长

各单位

10月 28日
形成全校摸底自查报告及

佐证材料清单

评建办在各专项工作组自查自建报告和支撑材料目录基

础上形成全校自查自检报告和佐证材料清单。
评建办 夏东锋 评建办

10月 31日

前

收集整理近三学年教学基

本状态数据资料。

收集、整理 2017、2018、2019 年度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资料和数据分析报告。
教务处 魏晓军

各教学单

位、各部门

10月 31日

前

参加教育部评估培训班一

次，赴省内外院校学习交

流评建工作经验一次。

评建办和专项工作组相关人员。 评建办 夏东锋 评建办

10月 31日

前

组织师生至少开展一次评

估文件和材料的学习宣

传。

自行确定时间，组织师生认真学习。宣讲相关文件和材

料，深入理解评建工作的范围、内容和要点，熟悉学校

的基本情况，填报《各部门评建知识学习情况报告表》

（附表 5）。

评建办 夏东锋 各单位

10月 31日 专家会诊初评
邀请评估专家来校，根据基本办学数据情况，对我校目

前的建设情况做出会诊以决定下一步评估工作进度。
评建办 夏东锋 评建办

10月 31日
制定 11 月评建工作任务

和进度一览表

制定 11月评建工作任务和进度一览表，召开推进会，布

置工作任务。
评建办 夏东锋 评建办



附表 1：

山西传媒学院各部门评建工作小组基本信息表

年 月 日

部门 组长 联系方式 联络员 联系方式 成员

填表说明：工作小组组长必须由各部门、各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



附表 2：

山西传媒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各部门自查任务分解表
年 月 日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基本要求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责任部门 责任人 协助单位

填表说明：1、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体系和基本要求（2018年修订版）》和山传院发【2019】21号文件附件，

结合本部门任务进行逐项分解。

2、每个观测点填写一张表格。（参考样表）



参考样表：

一级指标 1办学思路与领导作用 二级指标 1.1 学校定位 主要观测点 1.1.1 学校定位与规划

基本要求
学校办学定位明确，发展目标清晰，能主动服务区域（行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科学合理，符合学校发展实际需要；坚持内涵式发展，

注重应用型办学特色培育。

序 号 材 料 名 称 责任部门 责任人 协助单位

1.1.1—0 综述

1.1.1—1 学校历史沿革及现状

（1） 学校简介及历史沿革

...

1.1.1—2 学校发展定位

（1） XX 学院章程

...

1.1.1—3 学校发展规划

（1） XX 学院“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

...

1.1.1—4 学校服务区域或行业经济社会发展

（1） 学校领导关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有关讲话、报告等材料

...

1.1.1—5 办学特色培育

（1） 各教学系应用型人才特色教育资料收集、特色项目的介绍

...



附表 3：

山西传媒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主要数据指标情况表

普通

高校

基本

办学

条件

项目 合格标准 最新数据 说明

生师比 18

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30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平方米／生） 9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元／生） 3000

生均图书（册／生） 100

监测

办学

条件

指标

具有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30

生均占地面积（平方米／生） 54

生均宿舍面积（平方米／生） 6.5

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台数（台） 10

百名学生配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实验室座位数（个） 7

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所占比例（%） 10

生均年进书量（册） 4



基础数据：

1.在校本科生数 人，专科生数 人，在校生数 人；

2.全院教职工数 人，其中，专任教师数 人，兼职教师数 人；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职务教师数

人，具有硕士研究生学位以上教师数 人，具有博士学位人数 人；

3.教学行政用房 平方米；

4.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万元，年增教学仪器设备值 万元；

5.纸质藏书 册，年进书 册；

6.学院占地面积 平方米；

7.宿舍面积 平方米；

8.教学用计算机 台；

9.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实验室座位数 个；

10.生均教学经费： 元。

年 月 日



附表 4：

山西传媒学院各部门自查支撑材料目录单
年 月 日

部门

材料序号 材料名称 备注

填表说明：1、材料序号要与附件 2《山西传媒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各部

门自查任务分解表》中序号一致。

2、材料原件由各教学单位、各部门整理归档备查。



附表 5：

山西传媒学院各部门评建知识学习情况报告表

部门 学习时间

学习

主题

参加

学习

人员

请假

人员
主持人

学习

记录


